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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人节 

时值域外节日（2018年 2月 14日，情人节）之际，以此文贺之、

祝之…… 

一个女人的美丽，并不是容颜，而是所有经历过的往事，在心中

留下伤痕又褪去，令人坚强而安谧。优雅并不是训练出来的，而是一

种阅历。情人节来临，于此，为天下女性朋友写了一封信，祝愿您永

远美丽、勇敢。 

一、写给成年的女人 

一对对年轻的父母，节衣缩食、含辛茹苦地拉扯孩子长大，直到

自己步伐变缓、两鬓斑白。他们付出的是满满的爱，同时也希冀着老

来能收获浓浓的情。然而，越来越多养儿不能防老的报道见诸报端，

啃老族、不孝子的故事不断地发生，其中甚至充斥着老父在女儿楼下

吃垃圾充饥、九旬老人死在老屋无人问津等令人发指的新闻。舐犊情

深，可结果为什么总是如此无情？人们常说，养儿方知父母恩。没有

做过父母的人无法理解父母对子女那份沉甸甸的爱。身为母亲的你，

已初尝育儿之苦，相 信已更能理解自己的父母。上有老的女性们，

用你们的孝心报答父母吧，让他们老有所养。下有小的女性们，用你

们的善行教导后代吧，让他们耳濡目染。你们的举手投足都在时刻影

响着自己的孩子，如果希望将来家庭能够和睦，子女能够孝顺，那么

你就要发挥榜样的作用，身体力行。 

又有人常说，女儿是父母贴心的小棉袄，女人一出生，不是妻子，

也不是母亲，而是一个女儿。民间虽有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之说，

但法律上已嫁女对父母同样负有赡养义务。同样，嫁人的儿媳对公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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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应该赡养。作为现代有文化、有教养的都市女性，应该聪明理智地

处理婆媳关系。在对待老人的问题上，我们应该关注几个方面。 

首先，赡养老人的义务不仅仅受到道德力量的约束，更是法律的

强制规定。赡养不仅仅是一种道德，更是法律赋予你的义务，无法免

除。法律讲究的是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。父母履行了抚养的义务当然

就可以享受到被赡养的权利。啃老族的出现打破了权利、义务的平衡，

是社会畸形发展的可怕后果。作为女儿，有责任赡养年迈的父母，这

种赡养责任不能因为没有能力而免除。当然，作为母亲，也不能再容

忍啃老的子女，放纵不是爱。我们身为智慧的当代女性，无论在什么

时候都应当记住自己女儿的身份，担起对父母的责任，这也是对自己

儿女的最好教育。 

已婚的女人会遇到生命中另一双父母——丈夫的父母。有些女人

会认为，丈夫的父母与我没有血缘关系，我何必像对待亲生父母一样

对待他们呢？ 

其实不然，夫妻一旦结婚组建一个家庭，那么他方的父母也自然

成了家庭的成员，不赡养公婆同样违反了法律的规定。当道德底线被

击穿，法律就会挺身而出，要求子女承担赡养义务。所以，作为女儿

的女人，作为媳妇的女人，对于年迈的父母，应一视同仁，无私地奉

献出自己作为子女的关爱。 

其次，赡养老人不等同于单方面经济上的付出，老人家更看重的

是投入的那一份亲情，花一点时间去陪伴老人更胜于机械地支付抚养

费。 

诚然，离巢的鸟儿会渴望用自己的力量去飞翔，拥有自己事业和

家庭的子女也会希望在离开父母后用自己的力量谱写人生。但请切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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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你忙于工作的同时，千万不要忘记那两位花了半辈子养育你的老人。

现在的社会往往存在这样一个误区，认为为人子女只要尽可能多地改

善父母的生活质量，给予高额的赡养费就是自己孝顺父母的最好体现，

殊不知自己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。血浓于水，亲情无价，老人们对

于物质生活不会有过高的要求，可孩子如果能“常回家看看”，多花

点时间用来陪 伴老人，那对于老人来说也许就是最大的慰藉了。当

然，随着物价的不断提升，老年人微薄的退休工资甚至可能无法保障

正常的生活水准，此时子女在经济上给予一定的帮助就是理所应当的

了。此外，年老多病的父母往往会有一笔不菲的医疗支出，巨额的医

疗费用可能让平凡一生中都要感恩的人，无论是养父母、继父母或者

另一半的父母。 

有一首网络小诗，读来让人心中隐隐作痛，摘取片段:如果有一

天，你发现妈妈厨房不再像以前那么干净；如果有一天，你发现家中

的碗筷好像没洗干净；如果有一天，你发现母亲的锅子不再雪亮；如

果有一天，你发现父亲的花草树木已渐荒废…… 

如果有一天，你发现父母不再爱吃青脆的蔬果；如果有一天，你

发现父母爱吃煮得烂烂的菜；如果有一天，你发现父母喜欢吃稀饭；

如果有一天，你发现他们过马路行动反应都慢了…… 

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姐妹们，莫等闲! 

二、写给即将结婚的女人 

雪白的婚纱、红色的地毯、执子之手、与子携老……这是多少女

孩子对婚姻的美好憧憬。作为律师一路走来，我们见证了许多完美的

家庭，也见证了许多不幸的婚姻，对于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女人，我

想对你说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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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，切记要履行合法的登记手续，结婚证是迈入婚姻殿堂的唯

一门票。也许，你可能被热恋中男友的海誓山盟所感动，也许，你可

能因长期的同居生活而对一纸婚书无所谓。但你要知道，合法的登记

手续是迈入婚姻殿堂的唯一途径。再长久的同居也得不到妻子的名分，

再多亲友的见证也证明不了婚姻的合法，再盛大的婚宴也实现不了婚

姻的制约，再厚重的聘礼也束缚不了婚姻的自由。唯有办理了合法的

婚姻登记手续，你们的结合才能得到法律的真正保障，你们之间的夫

妻系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。没有这一个法律确认，对于你与男友遇到

的任何问题，法律恐怕也是爱莫能助。 

第二，在婚姻中应当平等和尊重，保持信任和宽容的心态。婚姻

是甜蜜的，但不可否认，婚姻也是复杂的。从恋爱到结婚，男女双方

已经对另一半有了较深的了解，但是一段美满幸福的婚姻并不仅仅取

决于爱情本身。结婚意味着人身和财产的结合，两人的财产、生活、

各自的家庭都会与对方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。因此，你一旦选择了婚

姻，就要摒弃一些不切实际的爱情幻想，对现实的婚姻有一个恰当的

认识，对婚姻本身有较为清晰的了解，知道十全十美的童话般的婚姻

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。萧伯纳曾说过：“爱情是一所学校，教我

们重新做人。”的确，婚姻给每个人一个成长的机会，对方或许就是

自己的一面镜子。因此，你要学习如何经营你的婚姻，并掌握婚姻最

基本的一些原则，那就是平等、尊重、信任和宽容。平等意味着夫妻

在权利义务上的平等，比如在选择职业、接受教育、生育和教育子女、

家务劳动、家庭重大事项的决策等方面的平等，最重要的是人格和尊

严上的平等。夫妻双方彼此信任，是保持婚姻长久的基础。如果缺乏

基本信任，不安全感就会笼罩在婚姻当中，埋下不安定的种子。因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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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婚姻中出现的一些矛盾，作为女人，更要学会宽容和理解，尝试

接受生活中的一些不完美。 

当然，信任也是有尺度的，在察觉婚姻出现异常的情况下，适当

的提醒还是有必要的，不能毫无原则地信任或放纵对方。不过，在这

种情形中，作为律师，我并不赞成通过签订一份忠诚协议的形式来挽

救婚姻。这样难免变成了讨价还价的商人买卖，导致婚姻关系变质。

要知道，一份忠诚协议是保证不了双方对婚姻的忠诚的。 

第三，对财产作出约定，对重大事项共同协商，也是婚姻幸福的

保障。婚姻是一种标志，意味着丈夫与妻子之间无法分割的人身和财

产关系。近些年来，人们的收入水平普遍提高，许多人在婚前已经拥

有较多物质财富，在一段婚姻开始之前，如何保证婚前财产不因缔结

一段婚姻而发生变化，是现实婚姻中普遍存在的困惑。 

现代人追求人格平等、独立，在财产方面也是如此。随着人们法

律意识的提高，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婚姻家庭生活应当理性化、法制化。

它和真诚相爱、互相体谅一样是婚姻关系存续的支柱。从法律角度来

看，婚前财产约定起到一个证据作用，可以减少发生婚姻纠纷的可能。 

当然，是否选择婚前财产约定，完全是个人的选择。随着社会的

发展，由于婚姻财产引起的法律纠纷日趋增多，如何认定婚前财产的

范围和产权归属成为司法实践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，也是婚姻纠纷中

双方争议的焦点。婚姻本来就应该是以爱情为基础，达成婚前财产约

定，可使婚前财产的归属有明确约定，从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婚姻的爱

情基础，也避免了许多动机不良的婚姻，使婚姻更纯洁。有人把婚姻

比作一段旅程，如何幸福地走完这一段婚姻之旅，是一门非常重要的

学问，这门学问很有可能要用一生去体会和学习。而法律是保护女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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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最好武器，它赋予了女人一个强有力的后盾，让男女双方走到一起

之后不再有尊卑，只有平等，不再有歧视，只有尊重。我相信，在不

断学习法律的过程中，你自然会领悟到其中的真谛。 

三、写给同居中的女人 

随着时代的变迁，越来越多的情侣在恋爱过程中早早选择了同居，

一纸婚书已经不再成为男女双方的枷锁，同居试婚已俨然成为一种前

卫的生活方式。不可否认，面对高昂的结婚花销，居高不下的离婚率

和法院逐年增加的离婚案件，同居试婚有一定的合理性。在婚前进行

一段时间的“演习”，或许可以更为深入地了解彼此，如果共同生活

过程中发现双方并不合适，也可以潇洒地说声再见。没有婚姻的制约，

没有家庭的束缚，没有子女的牵绊，这样轻松的生活方式仿佛更适合

当代快节奏、高 压力的生活环境，更能感受纯粹的爱情而不掺杂任

何其他因素。 

试婚的盛行反映了一定的社会顽疾，但是毋庸置疑也是社会发展

的产物，对于婚姻的恐惧让越来越多的男女选择同居和试婚的生活方

式。这种方式在享受纯粹感情的同时，也伴随着巨大的法律隐患。由

于我国目前是有条件地承认“事实婚姻”制度，所以长期同居不办理

结婚登记在法律上无法获得认可。一旦产生问题，作为弱势一方的女

性很难获得相应的支持和保护，而前卫时尚的生活方式背后，往往隐

藏的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残酷的事实真相。一旦真相暴露于阳光之下，

追求独立的时尚女 性转而成为破坏他人家庭的第三者，其中的委屈

不得不让人惋惜。如果一旦不小心成为了未婚妈妈，没有婚姻的保障

无论对于母亲还是孩子，都是为未来的生活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。 

可见，即便婚姻会带来一定的烦恼，离婚会带来无法抚平的伤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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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婚姻作为维系男女双方的法律纽带，仍旧有其存在的重大意义。对

于女性来说，同居生活不仅没有赋予双方任何法律约束，还将带来更

多的法律风险。越来越多的女性因为同居男友的背叛而人财两空，而

同居试婚也是谎言和金屋藏娇的最好伪装。 

如果你选择了高风险的同居试婚，那么，作为律师，我想对你说，

一定要时刻保护好自己。因为没有一纸婚书，法律对于你的保护变成

了无根之木，即便你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，即便你遇到了一个背信弃

义的伪君子，即便你为了他牺牲了自己的青春，但正因为你没有选择

婚姻，法律也爱莫能助。你能做的，就是拿出勇气和智慧，自己保护

自己。那么，究竟如何自我保护呢？对于对方的婚姻状态要做到“心

里有数”。 

试婚是一种时尚，但是试婚的目的还是为了结婚。如果对方完全

回避结婚的问题，那么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，你已经做了无辜的小三，

不仅最终失去了爱情，还有可能失去尊严。时刻提醒自己，同居关系

不被法律所保护，即便你见过了家长，即便你与男友举办了婚宴，即

便男友已经把你当成了妻子，但毕竟，没有法律的认可，你们之间仍

然是同居关系，与婚姻存在着本质的区别。所以，你要清楚地认识到，

试婚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走入婚姻殿堂，最终组成家庭。长时间的试婚

对于女性是极度不利的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财富的累计，适度的试婚

后就应当作出是否结婚的定论。长期同居将使自己陷入不确定的状态，

一旦男友离开，可能剩下的仅有欺骗和伤痛。 

长时间的同居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，更是对下一代的不负责任。

对孩子而言，未婚妈妈难以给孩子一个健全的家庭，如果将来在抚养

和探视上不断地发生争执和推诿，无疑会给孩子的心理留下更多的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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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。虽然我国法律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，但根据

目前的户籍制度，孩子在入园、入学、就业等方面可能都会遇到困难。

由于社会上固有的一些传统理念，非婚生子女遭到歧视也在所难免。

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，如果得不到正确的引导还可能导致心灵扭曲，

最终演变为社会问题。 

没有婚姻的保护，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可能将成为一个不负责任

的父亲。要知道，婚姻是你的保护伞，没有婚姻，再美好的爱情也无

法成为白头到老的佳话，无论在财产上或者身心上，拥有一个合法稳

固的家庭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，更是对于自己子女的保护。 

同居是一种生活状态，是双方的自愿选择，但是同居生活同样无

法避免生活的柴米油盐和甜酸苦辣。有生活就有支出，生活在一起的

两个人无法绝对实行“AA”制，但在双方的关系没有法律认可的状态

下，付出了感情的同时还无私地付出自己的辛苦所得是试婚的女性必

须要避免的。夫妻之间由于身份的关系，一般来说妻子将分享丈夫的

所得和丈夫创造的财富，而同居的女性不享有这样的权利，所以，为

避免同居关系终止之后受到财产的损失，在同居期间尽量保持双方经

济独立，严格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。 

女人一定要自尊、自强，而且要自我约束，不要随意和已婚男士

交往，更不要期待通过做“小三”、当“二奶”而一劳永逸，也不要存

在通过生孩子来绑住对方或者获得一份财产的功利想法，那样最终受

害的只是自己。选择同居时一定要谨慎，不要缺乏了解就轻率答应同

居，如果同居时间过长而男友始终不愿意和你结婚，那么要尽快做出

决定，不要因为不甘心而苦等下去。不要把爱情当儿戏，更不要被口

头的承诺所迷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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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择婚姻不仅仅是获得了一份法律保障，更是担起了一份对家庭

的责任，尤其是当你还计划给世界带来一个新生命时，更应先担起这

份责任。另外，不要让爱情等得太久，在长时间的同居生活中磨灭了

真爱。不管你的内心有多强大，不管你对他和未来多有信心，都记得

为自己留一条后路。要知道，长久的同居不一定会使你的付出和收获

成正比，不要仅仅因为你和他的名字共同出现在同学和朋友的结婚请

帖上，就真的以为你们的关系会像婚姻那么牢靠。对于一个负责任的

男人来说，没有什么承诺比一纸婚书更值得女性信任和依靠。 

四、写给怀孕的女人 

首先恭喜你要当妈妈了！这是一个神奇的经历，荷尔蒙使身体持

续发生变化，你的情绪也可能因此而起伏不定。但是在这十个月中你

就是皇后，来自老公与家人的关心会让你安然度过，保持心情的愉悦

是你的首要任务。不过，对于职场女性而言，问题可能不止这么简单。

首先，怀孕的艰辛影响工作效率，严重的还会阻碍升迁。其次，用人

单位将因此付出更高的用工成本，一定程度上导致其不愿意录用年轻

女性，或者想方设法地打法律的擦边球，侵犯女员工的合法生育权利，

“女性员工休假 权得不到保障”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。虽然国家对

怀孕女工的权益进行了比较明确的规定，但从执行情况看，监督不力

甚至监督主体缺位的现象并不少见 

因此，作为律师，我们要提醒你： 

第一，要充分了解孕期女性在求职就业中享有的合法权益。生育

权是每个女性的合法权利。我国法律一贯重视对女职工的权益保护，

已经构筑较为完善的保护体系，有力地保护了妇女的合法权益，保障

了女职工在生育子女时有必要的物资条件和基础，也保护了下一代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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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心健康。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、怀孕、产假、哺乳等情形，降低女

职工的工资，辞退女职工，单方解除劳动（聘用）合同或者服务协议；

不得安排女职工在怀孕期间从事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

劳动和孕期禁止从事的活动；不得在正常劳动日以外延长劳动时间；

对不能胜任原劳动的，应当予以减轻劳动量或者安排其他劳动。 

第二，要了解产期、哺乳期女性的有关权益。从怀孕到生产，到

产后哺乳，作为一个母亲，其间经历的过程是漫长的，法律针对女性

不同时期的特点，给予了不同的保护。孕期，是指妇女怀孕期间；产

期，是指妇女生育期间；哺乳期，是指从婴儿出出生到一周岁之间的

期间。法律规定，女职工生育享受不少于九十八天的产假；不得安排

女职工在哺乳未满一周岁的婴儿期间，从事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

动强度的劳动和哺乳期禁忌从事的其他劳动，不得安排其延长工作时

间和夜班劳动等。劳动合同应当续延至相应的情形消失时终止，即女

职工的劳动合同在孕期、产期、哺乳期内到期的，应自动延续到女职

工“三期”届满为止。 

第三，理性应对相关纠纷，学会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

益。现实中，有些企业并不直接违反法律，而是利用调岗调薪、调整

女员工的作息时间、妨碍女员工进行正常身体检查等方式侵犯女性生

育权利。 

遇到这样的刁难，女性朋友首先要熟悉自己的权利和相关法律规

定。其次要借助劳动行政部门或者仲裁部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，充

分利用工会协商、劳动监察等较为快捷的方式保护自己。如违法情况

较为严重的，要充分收集相关证据，以备日后的维权。遇到不公正待

遇，应理性分析原因，采取合法、有效的解决方案。如果在生育过程



第 11 页 共 17 页 

中受到非法待遇，可以向单位工会或当地工会组织汇报，也可以向劳

动保障部门举报，还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，或者

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由于生育女性的待遇标准计算和假期待遇有一

定的专业性，如果遇到不明白的问题，可以求助法律专业人士，听取

专业意见。 

网络上流传的女性新标准是：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，杀得了

木马，翻得了围墙，开得起好车，买得起好房。现在看来，有必要增

加一条——怀得了宝宝，守得住饭碗。所有的职场准妈妈们，用我们

的聪明才智守护好我们的工作吧！相信随着妇女权益保障工作的进一

步推进和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，未来的路将更加平坦。 

五、写给为人母的女人 

有人说，没有做过母亲的女人是不完整的。还有人说，做了母亲

的女人才是真正的女人。一个成为母亲的女人，品尝过十月怀胎的紧

张，体验过分娩时的艰辛，经历过孩子呱呱坠地的喜悦，孩子就是母

亲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。当然，作为夫妻双方爱情的结晶，孩子对男

方也是意义非凡。幸福的家庭一旦破碎，孩子该何去何从？结束一段

不幸的婚姻对大人可能是解脱，但怎样才能让无辜的孩子尽可能远离

伤害呢？现代都市的家庭大都只生育一个孩子，夫妻双方都会对孩子

全情付出，一旦劳燕分飞，曾经的爱情结晶自然都想牢牢抱住。于是

夫妻之间除了财产大战之外，还有一场弥漫着悲情色彩的夺子大战，

让法官往往“清官难断家务事”，左右为难。 

在孩子的抚养权问题上，法官往往有若干参考标准。 

我们还要对妈妈们说的是，即使你成功摆脱了婚姻的枷锁，那么

在你庆幸重获自由的那一刹那，请不要遗忘自己身为人母的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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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，良好的生活习惯，以及平日对于孩子悉心的照料会更有利

于帮助女性获得孩子的抚养权。作为母亲，你必须坚强。一般来说，

母亲对于年幼孩子的抚养权当然比男性更有“竞争力”，但这并非绝

对。不会有人愿意看到孩子跟着一个整日以泪洗面而无法从失败婚姻

中走出来的母亲。相反，拥有稳定的收入、健康的体魄、自信的风采，

这样的坚强妈妈是法官的不二选择。当然，如果你最终未能争取到孩

子的抚养权，那么请相信作为母亲的身份永远不会改变。一旦发现孩

子不再适合由父亲抚养，你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夺回孩子的抚养权。 

第二，即使自己没有成为抚养孩子的一方，但身为人母的身份不

会磨灭，女性可以合理使用自己的探视权。作为母亲，你必须宽容。

孩子是父母生命的延续，血缘关系是不可改变的，即便因离婚失去了

孩子的抚养权，妈妈与孩子的亲子关系也不会就此割断。作为母亲，

你享有探视权，并同时也负有支付抚养费的义务。当然，对方得到了

孩子的抚养权，也不意味着他可以用孩子来报复这段不幸的婚姻。双

方理智地看待婚姻，合理地规划未来，才能将家庭破碎对无辜孩子的

影响降到最低。 

在失败的婚姻中，没有赢家，但却有一个永恒的输家，那就是孩

子。失去了完整的家庭，没有了双亲同时的怀抱，巨大的心灵伤害无

人能补。拥有抚养权的一方若通过限制对方探视权的方法进行报复，

最终伤害的只有孩子。同时，还将面临着失去抚养权的风险。 

第三，为了保障孩子能够茁壮成长，一份合理的抚养费必不可少。

作为母亲，你必须理性。养育孩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当代社会高昂

的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让抚养孩子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。所以，不

要因为赌气，就不顾自己的经济状况盲目要求抚养权。当然，争取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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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抚养权的妈妈，也要为孩子考虑，替他争取一份合理的抚养费。在

抚养费的数额上，法院一般考虑对方的收入状况，结合当地基本的生

活水平而定。 

在离婚案件中，女性一定要调查对方的收入水平。在婚姻关系中，

作为妈妈的你，不能只做一个贤妻良母，也要做一个精明的母亲。另

外，抚养费并非一成不变，而是受物价水平、教育所需、紧急情况等

因素的影响，有需要时可以要求增加。因此，一个成功的母亲要学会

利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及孩子的合法权益。 

和相爱的人养育一儿半女，相守着过完一生，是每个女人梦寐以

求的平凡生活。但由于种种原因，总有一些车没能直接驶向幸福终点

站，而是停在了半路甚至原路返回。女人虽是柔弱的，但母亲却是坚

强的。智慧女人更是能够战胜不幸婚姻，并同时能带给孩子幸福的美

丽母亲。也希望更多的姐妹能积极面对生活的挫折，乐观快乐地创造

新的人生。 

六、写给准备离婚的女人 

日前公布的全国民政事业统计数据显示，中国离婚率已连续 7年

递增。2011年一季度，我国共有 465万对夫妻办理了离婚登记，平均

每天有 5000 多个家庭解体。有关专家称，随着社会转型、社会环境

变化对婚姻家庭发起的挑战，中国的“新离婚时代”已经来临。《时

代周刊》曾有文章称，“没有任何一种力量比婚姻家庭的解体造成的

悲苦更严重，它使孩受到伤害，单身母亲的生活陷入困境，给社会底

层承受力最差的人们带来巨大灾难。”如何才能减少女人因为离婚所

造成的痛苦呢？作为律师，我们有几点体会想与准备离婚的女人分享。 

第一，要充分了解离婚的法律后果，避免冲动型离婚。在实践中，



第 14 页 共 17 页 

我们遇到过许多因为一时冲动而赌气离婚的案例。有的因为发现丈夫

有外遇，一气之下提出离婚，带着孩子跑回娘家，甚至什么财产也不

要，结果带着孩子受苦，后悔也来不及；有的因为生活中的一点小事

发生口角，赌气就去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。很多女人喜欢把婚姻中

出现的各种问题用是与非来定性，结果不但起不到化解矛盾的作用，

有时反而会让问题更加激化，导致矛盾升级。其实，婚姻中很多问题

是无法明辨是非的，家庭是一个讲情的地方，不是讲理的场所，出现

问题时我们要学会良好的沟通和冷静的思考。一旦决定离婚，要对离

婚的各种后果，尤其法律后果有所了解，不要等到离婚后才感到束手

无策。 

第二，对于名存实亡的婚姻，不要委曲求全，要有勇气去放弃。

我们在生活中遇到过一些女人，婚姻早已名存实亡，但是由于不甘心、

不自信、恐惧、害怕等各方面的原因，几年甚至十几年，都宁可委曲

求全，也不愿意选择离婚。有的女人碍于面子，忍受丈夫长期以来的

家庭暴力，也不敢声张。还有一大部分女人为了自己的年幼的孩子而

忍辱负重，心灵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。对于这样一群女人，我想说，

勇敢一些，自信一些，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吧！在恋爱自由与婚

姻自由的今天，离婚早已不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，别把离婚当成人生

的悲剧。恩格斯说，任何维系“死亡婚姻”的行为都是有悖人性的不

道德行为。不要惧怕离婚，离婚并不是世界末日，反而有可能是一种

解脱和自我救赎。因为不幸的婚姻是沉重的负累，长时间的煎熬只会

消耗原本就短暂的生命，而走出围城才是一种重生。每个人都有纠正

错误和重新面对生活的权利，一味的忍辱负重最终伤害的只是自己。

如果你是全职太太，要勇敢地面对社会竞争的压力，同时也要争取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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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合法的权益。 

如果你遭受家庭暴力，更要勇敢地说“不”，用法律的武器保护

自己。如果丈夫不忠，不要羞于启齿，他必须为他的荒唐付出应有的

代价，对于感情上的伤害，无过错方在法律上会得到应有的保护。 

第三，清楚掌握相关的法律知识，并选择合适的离婚程序。面对

越来越高的离婚成本，想要离婚的女性朋友，一定要学会拿起法律的

武器保护自己。离婚可以是简单的一纸协议书，也可能是旷日持久的

马拉松诉讼。离婚过程中，不同的离婚形式有不同的法律程序，如果

你是婚姻中的弱势群体，那么就要时刻提醒自己，自己的权利只能靠

自己去维护。 

如果你选择了协议离婚，虽然看似简单，但为了避免离婚后的后

遗症，也不能掉以轻心。离婚协议书是保护自己的权利书，特别是关

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以及子女抚养费、探望权的问题，都应当在协

议书中一一约定明确。夫妻共同财产要编制清单，分割后的交割时间、

财产的交付时间、欠款的给付时间都应当做到明确无歧义；子女抚养

费的支付方式、支付金额，探视权的行使时间等等都不可掉以轻心。

如果协议书要进行修改，一定要采取书面方式并明确声明完全替代前

面的协议。如果对于夫妻共同财产不明确的，在离婚前一定要对家庭

财产进行一个大致的清理，动产、不动产、有价证券、公司股权、对

外担保、债权债务情况等都要做到心里有底。如有必要，可以聘请律

师做一个基本调查，以防止对方隐匿、转移财产或者随意对外举债等

情况发生。如果无奈要走到法庭上，那对你的要求就更高。要为自己

争取到最大的权益，就要做好取证的工作。打官司某种意义上就是打

证据，离婚诉讼当然也不例外。关于财产，要求你对家庭的所有财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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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一一举证。 

如对方收入情况、银行存款、股票账户、股权等情况不明确的，

可向法院申请调查或聘请专业律师帮助取证。而婚姻中的房产购买问

题，如果自己或者父母支付过购房款或者自己参与过还贷的，一定要

留存好支付凭证，以防以后双方发生争议。如果有家庭暴力情况的，

一定要及时报警并留存所有的验伤记录，作为自己争取离婚损害赔偿

的证据。当然，最为尴尬的可能就是丈夫“包二奶”的证据，由于我

国诉讼中对于证据来源有着严格的限制，一些私密的证据往往很难取

证，但作为聪明的女人，可以从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开始收集证据，

比如丈夫是否在外长期租房、或者干脆买房给第三者居住的，或者丈

夫写下的“悔过书”、“保证书”等等，这些都是以后为自己争取离婚

损害赔偿的武器。 

关于子女抚养问题，可从孩子年龄同生活时间等方面为自己增加

争取抚养权的筹码。如果对离婚的法律性质和法律后果有所了解，对

离婚所涉及的法律知识有所掌握，也许你会发现，离婚原来并没有想

象的那么可怕。 

法律是最好的武器，她会抚平你的创伤，铺平你未来的道路。离

婚可能暂时会带给你痛不欲生的精神折磨和失去家庭的恐惧无助，但

这一切毕竟都是暂时的，放平心态，打开心结，可能一切并不像你想

象中的那么难。只要你有勇气离开不幸的家庭，也许收获的便是丰富

的和更为灿烂的未来。不要只为孩子而活，不要只为丈夫而活，不要

只为家庭而活。 

智慧的女人要为了自己而活，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并勇敢追

求自己的幸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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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明：以上文章系转载于法商之家 

感谢作者的辛劳。 

以上转载若有疑问请及时联系下镜（13656039304） 


